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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題，種蒱議論來咧i但 潑拉古的大學生J那稱f，竟可以_ 
栉敌，是美術的影盡。映在白暮上的， 

影z自身，.是不是有霱也似的栽昧的藝術，.郝是第i;從由逭 
大有可成爲S術的資格。 I上可以感勳人想來，似平 

至少也必能製成「藝術的作品 
如此總括的想，活動f戯一 

§的性質。.活動影劇S 
一物，磘是有獨創的得與舞台®s—価 

S的價値如何？全在榻著上撮8IH能否35妙' 
g範圍。換一旬說••是不脫活動影戯本質的動作 

寺菊.圍•，傣力將此等在影片中辑#出來。 
&賊所可以表現的，將萬物的形狀興活動，能41 

«用限定範圍E的色彩。所以編著活勅彩片劇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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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逭與滑蠶不同。都是有暴的態度，_喜■齧^ 
—的諝謔之物’就墨部類。若是與麗相對的正劇’ ^ 

g甲部，不是喜劇了。此刻所稱蠢的 '並非正劇，是有系 
慕劇趣味的眞挚審。譬—翁的.「如君i:’便| 

1 

SS材的名稱內容分類的 
甲歴史f把1上1，—5侖布發羹洲」等剌。 

siiR把宗敎上的敎訓做E的。表現基督的奇路i是由信 



一庚軍事劇=關於8軍的事的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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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人雖有極大的决办與理想*怎奈敢不過生活―1争|。||. 
謀事，這種身分不明衣衫破汚的am-,有誰肯親切的雇 

逋的死去>生活的失望，實在很叫他像心。他寒触依裳 
處亂走，*,到熱闹的街上，剿場的門前，見那些人f 

的，怎麽只有我一人. 
差得1天違一天了。. 
的來到一條大河旁。冷風吹來，.侵人肌骨。 

旁邊就是墓地。他糊糊塗塗，坐在1塊石.上 
!,覺得自己實是個生活的疲努者。心中只是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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麗的光與影，！說明。最後拾他5可—出他影兒的1 
fw...說：r你照着我的話，弗使影與光一同鮮明着不可0*•^ 

架力好了。J說完，善嫌就去‘從此以後，靑年對着世| 
争，一旬沒有不平，只是勞®9。毎天爲了努力生活着。#:_ 





:哈| r他i學生。有s 
1 他不能的碥的得到什麽 

又死>—日非常可怕灿 

想:.「世上的人，能無必 

? 
I的科學與哲學知識•，但是^ 

n得世間的事，牵無意昧。..> 

i然地寅便怎樣——世上的人，1定 一 
J從死裏去逃出來。我也怕死，f 2 

:麽要用功？爲什麽要努動Z不#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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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合割捨等，逋宜§，於是把製成的 
舞台M督的事情方始完結。所S话.WI 

片劇，舞台監督的貴任？非籰大。 
S影片蠢台蜃的性能 

一活動影戲的舞台監督，與普通劇場的舞台監督，所做的事，範蘭 
。他的行動，又相似，又不同。分波角色 '，蠢簪，與瞢浦 

剧，無甚差異.，但是有的劇本，要發撺活^^片劇的慣値，：« 
首非T解活勧彩戡的本性，非把影戯揚面的觀念常播在頭腺和 

，不逋當處，將他矯正，舞 









—能一槪而論，要看舞台擦督A身的技俩如何了‘。 
.舞台f蒈通應當有1.個助手。預先要記入各場面的事，製成供 

下—麽的r角色記錄』『i記錄J等。fi.®r角色記錄j ,拍俳街脉^ 
角蠢裝等事，通知俳優.，然後各人依場面—。i面記B中J.r,i. 

，•尺數，大體蠤作，及其他必須的事。raJft'可 
,p.l.一背—用第幾號的產，i知—，光 

影中必要的事.，助手fx'i面妬錄j中 I’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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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的搛篡斥。活雲戯？是不用色彎 
(戀然的裝置或背景等’捶容易減少i價値 
涵都是劇場中固有的稱呼。)。 

其次是建設大舞台。譬如太會殿户鬥技場’古代大建築及種種：{ 
街等，現衣求不到的V只好寐着搛活動影戯’铮地去建設。雖日 

_一時的建築，有時竟費到數十墨i種建築，本來不是i的f 
灑舞—督，：便_者的爵，與計_設舞台的人商量。霪| 

_準備後..，方始可以建設。 

II大«的舞台，劇本中扇明-0記載着。舞台監督把他與專司其事g 
商査，然後行舞冶設計。遇磨潴別的束西埯，舞台設計須請寧 



















軸，，不能拏來ifffsl里宽J,只好車畢 

?片子尺度的。菅疋甩英.■‘ 
祀。若是用米典的，》磨 

脏，各機械不同，通常是 

i尺度針=蠆是跟菪 
*■'.R'Mi麽每一英尺成―一英尺作一格。矣 

每1来突作.1格。通尺度肝的1迴旋，么 
,il尺四百英尺。 

319. in篇権中的靈轉’摊那片子的軸。 
xaIH革D是醪餐做成的調帶。要旋轉調$，可用另有)個粬 

(裝—的，)1力。下部活権將片承搏A時‘V可將上H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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螫春 #_a 
p,，便il 1 f而—加曆1的 

¥活動鬆’往往容易不注重—If度。其實| 
■。翥賣筆能調節光的範圍時，I,可—。 

黑多。對着通常的運勧物，用七十度搛鬈最通當。伹是往 
I;一往有一方面用着强光綫(絞大開)’把璧開得過小，便有使譫過分 

SM强度—。不過道些細微的事，很甘 .I::: it 不過逸些細微的事，很有許多理論，道S不着， 

i決定法技術者揸釤時得了良好的原片，f银 
靈。要得良好原片’第--耍在通當的露出度藿 

I r k—羼天條，成光Is的i 















sl» iaro .Il.siii 
iB-热薄!•■/s.5 . 

..数，都是在基準迴轉的數•，偷使迴轉較少時’或較多時，自然_ 
j也不同。1準_萁的歸，—纛菫蠢用用罷了 

|:':|。姑且載在左面，做個參玫。 
一51靈一，化，E 
靈親>1^#下g 

LfM 
，因此毎秒撮影的褰數也不同..現在就伊可德孟原片- 



如現在用毎秒綠二方的洄 
#无月中陣頭雨之後，午 

。片子是伊司德孟，趣蓋是九十度。 
sl« 葫-tus 



甚1 
#I-fi。. 

^伍「各H光源與撮影法」=光 
,|光綫」二種。人造光綫，筆 

_此事在最近五六年，更見進 

职，大別爲「日光光銪J與「人造.\1 
K合前撮影時，代替日光光鞔， 

此事在最近五六年，更見屢T。因此篇的光源，有「水銀蒸氣.一 
_ 匍燈Jit燈」及「窒素電球J三種。三種置由電流點火的。最良.〜 

的，是S—。棻多3S，蠢I。翼德震利 
^ 又因爲他有近日光光源的光綫分折。所以使用也渐多。從VBjt的.. 

I。撮影片用的咣源，單單燭光的大 
H’H >x因爲他有近日光* 

經»,說來，當推水銀莆 
斷難滿足=非使那稱化學光振 







•，111.1•五盎班亞.二七. "―.*■、齋0 
11 *二五盘班亜二四六 五pooo , 

. - 5.A.OO 
馆脫的比較感光量丨B 

燈。逋當的處理，便I: 
E石英管的水銀電燈 

兀(在弧光燈)。f 
^也至少一 S鍊要三十基羅滑脫以上o 

H却！不小。技師在人造光綫摄影時, 
_離，然後撮影，必定容易失敗。他斑 

少(並且再有與太陽光，-,,.,1.:■ 
色；所以提影上尤宜注^: 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着摩托車，在車—影*也是一種移動聾。又有舞台所用的移騎 
撮影，往往將—機，固定在一種台上，台上有輪，可以將他推動；I 

，或k特蠢軌道，用螺旋動#。大的舞台•.荽左右前後蘐義：.| 





肆「en象」=與感觔相件/刻在心上的記憶。 
「對ffi!'」fl又稱濃淡反紫。對照的好不好，原因從「携成」的欠速當'...'..'| 

上來的。譬如黑的背景與黑的人那麽東西，l8t欠明瞭。又應當用-':'| 
紅的的，用了靑的*這些都稱封厢不佳。平易的說來：便是不調-®^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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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
g色彩，在某定隞內可以表現的ok然色诨s 

。活勘影戲着色’有三個方法：就是染色，調«s 

a是把色素i尼林色索爲主i來染色在片 
?色素的種顏，無論什麽色I可以着色的； 
|但是活動影戯色素，務必選迓明度多1幷且通過弧光燈的色可 

得良好結果，又不會因着光鞔變化的。色素不是普通染物用的，應 

f色的糖類UJ染色是把色素(亜0 
拉丁膜上的。因者色素的種顏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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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1，着出近天然色的美贤顔色來。得了專利權T百代公司己握 
得肇？’不過—瞧見實物’所—與否i明宇據間 

iK£f數—种調色-製成棰好的東西，已經發表了某種作品了。t ^—1. 
1叫做混合調色。 

^托里克-就是映盡中有鬼出現，或S物自動~或是牛馬播 
^^此外各i似的影片技H，都稱托里克。應用托-fi克的映® 

托里克败盡。行托里克，大别有二第一是用影片技術断 
^卜，」里克，第二是不關.嫌蟲：術的托里宽，第1 ,是撮影時虫搞 





B方法及應用U 一樣東西突然出沒，用r停攝运|=*以簡單成功。在要：i 
使某物Is時•卽停止i議的獲迴旋，把f現的物. 

，楹入場面•，然後再迴旋機械。不過要注S的，是被攝物運動之間 
，機械要停，也或換片子時同，下了停Ih的被攝物就把機械. 

停±'的一瞬間的狀態，拏來停止運動.，到檐械再開動，方始接續下.. P蠢f的一瞬間的狀態，#來停止運動.，到檐械再開動， 
去活勘。物體突然出現，突然消滅，都可以用此法。 

要撮靜物昏励的托里克-將握柄旋着，毎掇一方停一次，其間 
托里克。譬如要使一锻椅子，自己能麴行動。只消想好了他推 

,向順序速度等，就毎次將椅子移動少許二方一方的撮着，一 
來’恰如那•靜物的椅子 > 自己動着一般。其實是人的手败他3 

s-^lr化位^。不過斷樋的撮彩II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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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園靈重攝i 
f. 又甲場面掇水族拍 

I. :^8二重攝時’便成， 

SIIIIII 
冒.^^—室中椅上。) 

【薩sllili 

I時，乙場面中，祗現出甲場面的人物电 
-不過用在尊幻或鬼出現等時罷了。 

J族館的水槽中狀想，其次乙#面'，作A 
-人在魚類游泳的海底游泳着咧， 

.連是使鬼或幻想，用半透明的盡表現。此等人物，要行逋合道場面；卜| 
|上背景器具的動作i如半透呀的鬼，從樓梯上一級一步的下來> ^ 

坐在室中椅上。)，須行同•#面的二重攝..此法先使人物苷場，照--... 
,還了原再攝時，和'»'人椒丄 

•場面的露出感光度.•便 
SO1次人物的f *把A .) 

八物班成透明的了。 j 

用半透明的盡表現。 
<譬如半透明的鬼- 

•須行同•#面的二重攝 
情節做去••用螯通方法撮影，其次將片子» 

’獨撮背景器具•，如此因着第二次的應光• 
一成很逋當•-伹是爲着逋第二.次的感光，將第一次人i 
一背後的部分的蠭，又搛在A:'掛之上，：所以人物鼴成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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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口 * B的背紫上，開着逋當的穴，A的紙.^ 
汉射，便入撮影機i傈JfcD像，宛如播，^ 

以D桌上所現的A*，小得如小人島的AM 
P類動着1,般咧。 

$又用凸面鏡凹面鏡等•'可成種種滑稽托里克。： 
P甙f絲托里克J 

^一定義U用絲或銅鐵—東西，拏來將物體，牽勧或吊起的托里克• 







然後行種種動作；但是若不精密做去，往； 
爲什麽呢？好好的場面’很看得出是一種一 

圓出，必須有誓的注意。 
. B影片技術者 

1影曾師與分華 
1般的稱活動影戧技師，其實是包—辕 

製成良好的映霪••第1欲得良好—片， 
..'.■1^^.>.笫二要在穗*.§上有-^分§片| 

判定奮S的觀讚。技師能夠十分明 
勧影戯技師。活動影戲：奥普通的照相不 

/^J.T業製造的組戡-往往有許多製作就撖不 

一罄篇—，春蠢拿—■ I，©鬈的。耍 
I良好的映翥"第一欲得良好—片，不可不般的摄影法■ 

-S要在揉*®上有i-分的影片化學上的知織。第三不能沒有+. 
认師能夠十分明-&這些亊，便是捶好的活'. 

K普通的照相不同。.那製造法•.非用一個I 
s多製作就做不成的•-所以這全般的監督 

















藝術片 Ati*ic photoplay 
-t 卷物0肽 ReeldtanA 

地方興行樓利品一With teritorial Sights 

原作者Original WMter or /mhor 
劇本 Scenario v 
緘著者、Scenario Wxi 
揷白 Cut in .leafier ^ 

全景舞合 Full4tage; Full sit.- 





窒素'電球 Netrogen lanip_ 
野外舞合 Lotion., 
舞合設計者 Stage architect tech^o^ mai 

^影 ScomeM 

遮盖 Shutter 
•留針動運間歇裝S: 

穿孔器Film punch 









特殊切魁檄 Stencil cutting machine 
腿克映畫Trf’ pjlmt : 

逆廻轉 Rever*! motion ‘ 

SiJ^IJcCT Gm-photograph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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